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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西部行”

活动已持续五年 

为落实“西部大开发”

战略，积极支援西部地区的城市规划事业发

展，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自 2010 年 7 月起组

织“规划西部行”活动。活动本着“走向西

部、深入基层”的精神，旨在通过发挥学会

在人才、智力、技术和组织资源方面得天独

厚的优势，动员全国特别是发达地区的规划

技术力量，义务为西部地区城镇提供技术服

务、人才培训，解决当地的具体技术问题。   

2010 年至今，“规划西部行”已惠及西部

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已涵盖专家咨询、

义务设计、本土人才、西部学子多个子品牌。

学会“规划西部行”得到了全国规划行业的

大力支持和响应，已成为规划界对西部地区

进行技术支援的重要公益平台，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品牌活动

和全国城市规划行业为西部地区提供智力支

援的重要平台。新华社、新华日报、凤凰网、

新浪、网易、搜狐、中国建设报、中国城乡

规划行业信息网等主流媒体、门户网站、行

业网站纷纷对“规划西部行”活动进行过报

导。<<more 

“规划西部行”在重庆                   

6 月 5 日，“规划西部行——重庆城市规划

师培训”举行，学会根据重庆需求，聘请专

家为重庆城市规划师进行培训。 

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邱建林在开场致辞中

介绍了重庆市开展区县首席规划师制度的

情况， 特别感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支持。

他讲到，借 2010 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在渝

召开的契机，市规划局和学会一道开启了

重庆规划师区县行的活动，五年来逐步建

立了《重庆市区县首席规划师管理办法》，

实现了首席规划师对重要的城乡规划和建

筑设计进行指导和把关的常态化和制度化，

已经得到重庆市委组织部的推广，中组部

也将作为案例向全国推广。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在致辞中回顾了

“规划西部行”公益活动缘起、发展和壮大

的经历，并将“规划西部行”大旗赠与重庆

市规划局代表曹光辉局长，石楠希望未来更

多的规划机构、规划师参与到“规划西部行”

中来，也希望重庆区县首席规划师工作越做

越好。 

2010 年 7 月底，学会“规划西部行”公益

品牌结合“2010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规划师

区县行”活动正式启动。学会副理事长王

静霞、尹稚、石楠和学会专家邹军、段进、

王富海等带队深入重庆市綦江和万盛的城

镇和乡村，与当地领导、技术人员一道，

深入研究城镇规划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共

有来自全国的城市规划专家和重庆本地的

117 名专家一同深入重庆市的城镇和乡村，

对重庆市 31 个区县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情

况进行了专业点评和 130 余个项目进行了

无偿咨询。专家们的远见卓识、公益精神

和严谨态度受到当地民众的高度赞扬。 

“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

竞赛已覆盖所有西部规划院校 

2012 年，学会依托原有的“规划西部行”

公益品牌，借助能力提升专项资金扶植，

开创了“西部之光”暑期竞赛公益活动。 

该项活动专门针对西部规划院校学生开展，

以竞赛为主，以教育培训为辅，旨在为西

部规划师生搭建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活

动期间，学会组织知名专家为西部规划师

生提供短期培训，并由地方高校教师、规

划管理人员组成专家团队带领师生进行实

地调研，对竞赛获奖师生实行多重奖励。

三年以来，直接参赛的师生已经超过 2256

人（首届 403 人、第二届 748 人、第三届

1105 人），活动直接影响覆盖所有西部规

划院校。<<more

公益平台 

 

https://www.baidu.com/s?wd=%E8%A7%84%E5%88%92%E8%A5%BF%E9%83%A8%E8%A1%8C&rsv_spt=1&issp=1&f=8&rsv_bp=1&rsv_idx=2&ie=utf-8&tn=baiduhome_pg&rsv_enter=0&rsv_pq=dc9f065a0000e271&rsv_t=7f176DSY16pixg%2BCgOScH8zReyU1MuYewwD7Biwbk1GxhelQZN4VgDVifQKdq9Me6gjF&inputT=7441
http://wl.planning.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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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全国高

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下称专

指委）主办的第三届“西部之光”大学生

暑期规划设计竞赛在云南大学学生会堂正

式启动。本届竞赛以“昨天、今天、明天”

为主题，征集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对滇池东

岸进行规划设计，吸引了来自西部所有 40

所设置城乡规划专业的院校，共 1105 名师

生参赛。 

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专指委副主任委

员石楠主持了第三届“西部之光”活动的

开幕仪式，昆明市呈贡区委领导、云南大

学校领导先后致辞。学会向承办单位云南

大学城建学院赠予了“规划西部行”旗帜。 

 

开幕仪式结束后的课程首先由云南大学城

建学院副院长王培茗主持。培训以“绿色

城市设计与滨水空间规划”为主题，特别

邀请了专指委主任委员、学会常务理事、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

学会理事、专指委委员、北京大学城市规

划设计中心主任吕斌，分别就“绿色城市

设计理念和实践”和“城市滨水空间的可

持续再生与景观设计”作报告。同学们认

真听讲，热烈提问，将自己的疑惑与专家 

们的见解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碰撞。 

下午，云南大学规划系主任李晖主持了以

“城市更新与空间治理”为主题的课程二

的培训。学会理事、专指委委员、中国人

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云南大

学生态学院院长段昌群和昆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总工程师周昕分别就城市更新、大

城市边缘区村庄改造、滇池水治理和流域

城镇规划等问题为参赛师生指点迷津。 

云南大学城建学院规划系副系主任赵敏对

本次竞赛中的三个备选设计地块进行了详

细讲解。赵敏教授从上位规划、规划方案

讲解到基地概况介绍，使参赛同学们对设

计地块的区位、交通、用地以及现状都有

了充分的了解。 

 

5 月 31 日，现场调研活动正式启动。本次

竞赛有三个备选地块，均位于昆明市呈贡

县斗南村。同学们兵分三路，用一整天实

地走访花卉市场主题区，斗南村主题区和

湖滨生态公园主题区。青年们顶着烈日访

谈居民和商户、绘制调研图纸，即培养了

他们求真务实的作风，也锻炼了他们团队

协作的能力。 

 

 

6 月 1 日上午，各参赛组分三个主题会场针

对调研结果进行讨论。讨论采用学生汇报、

老师点评的方式进行，竞赛命题组教师、

参赛的指导教师也与学生共同交流点评，

台上台下讨论热烈。 

 

现场培训调研，学会利用能力提升专项资

金对每所大学派出的 2 名学生进行资助，

包含：培训费、往返所在大学至昆明的交

通费用以及培训期间的食宿费用
。 

调研结束后，参赛小组将根据所选地块继

续完成作品，学会将组织全国知名的城市

规划专家对作品进行匿名评审。所有获奖

小组将获得由学会、专指委颁发的获奖证

书，一、二、三等奖团队和指导教师将在

当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开幕式上领奖，获

奖团队将得到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注册费、

年会期间食宿费以及往返交通费等方面的

资助。获奖作品将在当年年会期间公开展

览，并由学会出资集结成册、正式出版。

中国城市规划网常设“西部之光”专题，

现在可登陆网站浏览第一届、第二届获奖

作品。<<more
 

 

青年托举   第三届“西部之光”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竞赛 

 

课程培训

现场调研

分组讨论

奖励展示

http://www.planning.org.cn/zt/project/2015/25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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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杂志入选中国科协精

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 

学会会刊《城市规划》杂志在中国科协精

品科技期刊工程第四期项目评审中入选

“学术质量提升项目”。 

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是由中国科协组织

实施的，其目的是支持优秀科技期刊发展，

打造一批在本学科和专业领域内有较强影

响力和专业辐射力的中文精品科技期刊，

更好地发挥其在引领自主创新、服务科技

发展中的作用。 

《城市规划》杂志举办首期“城市

规划论文撰写系列讲座” 

5 月 9 日，学会会刊《城市规划》杂志社和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共同主办的首期

“城市规划论文撰写系列讲座”在哈尔滨

工业大学启动，来自哈尔滨及周边地区

300 多名高校师生、规划管理与编制机构

研究人员到场聆听了讲座。 

 

学会副秘书长曲长虹、哈尔滨工业大学建

筑学院副院长孙澄出席活动并致辞。《城

市规划》特邀审稿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王德和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讲师陈宇琳担任主讲。两位老师从分享

自己多年的审稿体会和心得出发，帮助听

众详细解析优秀的论文案例，丰富研究和

写作的知识，提升学术论文写作质量，现

场反应热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官方微博，

《城市规划》杂志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对讲座活动进行了报道。《城市规划》

微信还发布了讲座的要点内容和部分视频，

方便广大会员浏览、查阅和学习。<<more 

《城市规划（英文版）》被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收录 

5 月，经过定量遴选、专家定性评估的评

议，《城市规划（英文版）》（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被中国科学引文

数 据 库 （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 简 称 CSCD ） 收 录 ， 成 为

2015-2016 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

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被

誉为“中国的 SCI ”，现已收录我国数学、

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

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

和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

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在国内，具有建

库历史最为悠久、专业性强、数据准确规

范、检索方式多样、完整、方便等特点，

深受用户好评。 

作为学会会刊之一，《城市规划（英文

版）》是目前中国城市规划领域唯一的全

英文学术期刊，被收录为 CSCD 来源期刊

进一步证明了它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 

第一届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召

开 

4 月 10-11 日，由同济大学和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城市与社会国际

学术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是国内首

次在城乡规划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跨界

交流，聚集了来自国内外的城市规划、社

会学者 80 余人，就城市社区为对象进行学

术研讨，促成城市研究方面的跨学科对话

及交叉学科合作，以期为城市空间、基层

治理、社会问题的改善提出综合视角的学

术支持。本次论坛是国内首次在城乡规划

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跨界交流，讨论我

国当今新型城镇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受到了国内外两大学科专家和学者的极大

关注和积极响应。 

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周俭教授主持，同济大

学副校长江波，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

楠，联合国人居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张振

山，同济大学教授兼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

龄等嘉宾为大会致辞。来自美国的沙朗·朱

金(Sharon Zukin)教授、约翰·洛根(John R 

Logan)教授、张庭伟教授和来自复旦大学

的任远教授作了精彩的主旨发言 5 个平行

分论坛的主题分别为：全球城市与城市社

区、社区治理与社区参与、社区资本与身

份认同、社区规划与社会空间以及遗产社

区与集体记忆，还设有 2 个圆桌讨论会，

分别讨论交叉学科城市研究前沿和遗产社

区可持续发展评估。 

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

论坛探索“新常态、新应对“ 

5 月 16 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同济大

学、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联合主办的

第四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在

同济大学召开。论坛以“新常态，新应对”

为主题，以“倡导规划实践的前沿探索、

搭建规划创新的交流平台、彰显青年规划

师的社会责任”为宗旨，聚集了来自学界、

规划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 500 余人。 

论坛由同济大学张尚武教授主持，同济大

学副校长伍江，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

副校长吴志强，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彭震伟在开

幕式上致辞。中规院副院长王凯，同济大

学教授唐子来，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教授沈

振江，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员赵城琦分别

就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城市设

计作为公共政策的作用、大数据立法和可

持续的城市更新等议题作主旨报告。中国

城市规划网“城市会客厅“对专家们进行

了深入采访。下午四个“创新论坛” 分别

围绕议题“城乡统筹与规划变革”、“城

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城市更新与社区

治理”和“研究方法与技术创新”，以演

讲、互动、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平行开展。

<<more 

学术引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U5OTkzMg==&mid=205992829&idx=1&sn=e12e32eff54fb574b725b041edda8333&scene=1&key=af154fdc40fed003f994e8f2bd9ce097cd09713db832a05826101a2cc7d4f14c404226883c4dc4db71953007e679a1c2&ascene=1&uin=MTEwMTA2MzAwM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wdXTAJPx2B2bYULeoVK8VuXHBMbXil2dLMqhxpFl8un9akkiT3rPQ5zNvOM6rUO2
http://www.planning.org.cn/solicity/view_news?id=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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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体规划改革与创新主题会议

推动城市总体规划改革 

5月8日，学会城市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在

广东省东莞市召开了城市总体规划改革与

创新主题会议，按照新时期全面落实中央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和“加快规划体制改革，健全空间规

划体系”的要求，并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城市总体规划改革创新试点东莞市城市

总体规划的纲要阶段成果创新经验进行了

研讨。参会人员包括学委会部分委员，广

东省、东莞市、深圳市的部分规划管理部

门代表以及规划编制单位代表。 

参会人员共同建议，以学委会的名义提出

《关于加快城市总体规划改革与创新的倡

议书》，从学术团体的角度发出呼声，加

快推动城市总体规划的改革，适应我国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会议还讨论了学委会今

后一年内的工作，并专门讨论了学委会微

信公众号“总规话”的建设。 

2015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探

讨“协同发展与交通实践” 

5月15-16日，2015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

年会暨第28次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会

议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

委员会主办，杭州市综合交通研究中心承

办。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城市交通科学研究

与工程实践的92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以“协同发展与交通实践”为主

题，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战略，探

讨城市交通与城市协同发展的重大关系问

题、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学委会副

主任、同济大学教授杨东援主持了开幕式

和学术交流。学委会主任委员王静霞致开

幕辞，杭州市副市长项永丹先生出席开幕

式致辞，并简要介绍了杭州在城市交通发

展中的思路和做法。开幕式后，王静霞主

任为18位年会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了证书。 

国科学中心常务副主席、欧亚科学院院士

汪光焘、上海市规划国土局局长庄少勤等

13位报告人围绕会议主题和城市交通发展

的重大问题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

案例。16日，会议分三个学术组和一个专

题组进行学术研讨，分别讨论交通规划协

同创新、交通信息技术与分析评估、公共

交通与绿色出行为和城市综合交通体规划

规范的编制工作。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学委

会会刊《城市交通》杂志编委会会议以及

秘书处工作和行业发展座谈会。<<more 

美丽乡村营建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

溧阳市举行 

5月15日，由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

员会和江苏省乡村规划建设研究会共同主

办，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所、江苏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城市规划技术咨询中心、

《乡村规划建设》编辑部承办的美丽乡村

营建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溧阳市召开，并

举行了《2012江苏乡村调查》丛书首发仪

式。丛书由1份省域报告和13份省辖市报

告组成，记录了江苏283个村庄面貌。 

学术研讨会上，乡村规划与建设学委会主

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张尚武，学委会副

主任委员、江苏省住建厅副厅长刘大威，

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和清

华大学教授吴唯佳，学会理事、南京大学

教授张京祥，学委会顾问、同济大学教授

李京生，学委会委员、浙江省住建厅主任

张晓红和江苏省住建厅主任梅耀林分别作

学术报告。与会代表会后对溧阳市村庄环

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3个不同类型的案

例村庄进行了现场考察。<<more 

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征稿

结束 

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征文已于2015年5

月31日截稿，本次年会共收到投稿论文

2856篇，数量创历史新高。即日起，学会

已组织专家评委对所有应征文稿进行匿名

评审，最终将优选出一定比例论文作为会

议 交 流 论 文 并 全 文 收 录 在 正 式 出 版 的

《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光盘

版）》里。学会还将选择部分紧扣选题、

质量优秀的论文在年会上宣读，并向宣读

论文的作者颁发证书。学会秘书处将于7月

20日前通知作者稿件审阅结果。<<more 

学会活动预告 

开发区转型与城市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将

于 2015 年 6 月 27-28 日在苏州举行。本

次会议由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术委

员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和江苏省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具体承办，重点探讨国家新

型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

代背景下开发区转型与城市创新。回执反

馈邮箱 history@planning.org.cn<<more 

2015年城市规划•长安论坛会议将 2015

年 6 月 27 日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

院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新技术支撑下

的城乡规划编制方法变革”，除邀请著名

专家作主题报告，还将举行西部地区优秀

城乡规划设计成果交流会。咨询电话：

13572241531<<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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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的大会学术交流，国际欧亚科学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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